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OF TABLE AND CHAIR SOLUTIONS

高端儿童教培机构
专业教培桌椅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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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达己 知行合一”是杨润强先生始终践行的人生准则：

“成人达己”和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 , 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思想不同，对于没有背景和靠山的人来说，只有先成就别

人才有机会成就自己，只有先利他才能后利己。让消费者得到

实惠，让客户得到收益，才有企业持续发展、不断变强的机会。

“知行合一”是护童一直倡导的企业文化。知识会陈旧，

拥有再高的学历，不学习也会落后，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保

持竞争力。但学到的知识不能和行动相统一也仅仅是无用的知

识，不能转变为生产力，知道更要做到，才能真正成功。

护童科技，期待与大家携手共进 ! 

成人达己 / 知行合一

REMARKS 01创始人寄语

毕业于浙江大学

2008 年 8 月 8 日，创办杭州护童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创办浙江安吉护童家具有限公司

2019 年，创办杭州享学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成立浙江护童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润强

大陆易升降多功能健康桌椅创始人

改革开放 40 周年 · 中国学习桌行业非常领导者

建国 70 周年 · 中国行业品牌杰出人物

知名财经杂志《商界》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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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童创造的不仅仅是一套学习桌椅，更是孩子的健康未来！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护童一直践行“让每一个学龄儿童拥有合身桌椅”

的使命，守护儿童的每一份健康，始终坚持科研创新，为大家提供合身、

健康、安全的儿童学习桌椅，致力于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护童作为国内儿童学习桌的行业龙头，线下全国 1500+ 零售门店已

覆盖 300+ 城市，年零售额总规模行业第一，在中高端儿童学习桌市场，

护童占有率超过 50%，位列第一且优势地位明显，超过其它品牌总和。

护童学习桌椅获得国内外多项权威检测认证，已出口至德、美、日、澳等

全球多国。

护童线上天猫旗舰店连续三年（2016-2018 年）天猫双 11 单店日

销第一。2019 年、2020 年双 11 连续两年单店、单日销售额超 1 亿，

受到全国万千家长孩子的认可和喜爱。根据国际著名调研机构尼尔森

Nielsen CCData 的调查结果显示，护童在儿童学习桌品类中的全国市场

占有率、知名度、触达率、购买率、满意度等方面均为行业第一。

①护童参与修订及起草多项标准，包括《儿童学习桌》《儿童学习椅》《课桌椅》《木质写字桌》《儿童转椅》等。
②数据来源：艾瑞 iResearch 发布的《2020 年中国功能性儿童学习用品行业白皮书》。

累计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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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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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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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影响力
品质评鉴金奖

300+城市
1500+专柜门店

多功能易升健康桌椅开创者
多项国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儿童学习桌椅行业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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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让每一个学龄儿童拥有合身桌椅！

愿景   做全球最好的学习桌椅！

          成长为一流企业，成为最佳雇主企业！

详细了解护童，请登录官网：www.totguard.cn

护童  创造环境影响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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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方因素，尤其是国家政策、家长教育理念变化

的影响，儿童教育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蓝海。各方教育

投资资本纷纷涌入，教育培训行业的市场竞争也开始出

现白热化现象。

那么，教育培训机构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首选品牌？教育理念、师资

力量、教育环境是教育机构核心竞争的三要素。但是，

不论是教育理念还是师资力量，消费者的认可都建立在

较长时间的了解这一前提下才能实现。而教育环境如何

却是消费者一眼就能够清晰了解，并对之进行评价的。

一系列市场调研表明，位居行业前列、消费者评价

高的教育培训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个高端大

提升教育培训机构行业竞争力

气上档次的教育环境。这个教育环境包括机构的整体设

计装修、教材教具、学习桌椅等元素。这三者的特性决

定了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学习桌椅势必成为提升

教育环境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它是学生的直接使用

者。配备一套高端可升降调节的学习桌椅装备，不仅能

实现教育环境的大幅度提升，更能提升品牌附加值，实

现高端品牌 1+1 ＞ 2 品牌赋能。

护童作为国内易升降可调节学习桌椅的龙头品牌，

就是高端教育装备的生产者，是对教培机构核心实力最

直观的表达，是影响家长选择教育培训机构重要影响因

素。

影响教育机构核心竞争力的三大因素中
高端的教育环境容易被优先识别

高端的
教育环境

教具

课桌椅
设备 模型仪器

硬装 气氛

先进的
教育理念

 强大的
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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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脊柱健康影响因素占比2018 年全国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率

22.93%

14.15%

书写姿势不规范
6 岁以下儿童

14.5%

36.0%

71.6%

81.0%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数据来源：迪巧《青少年儿童脊柱筛查调研数据》艾瑞研究院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绘制

久坐疲劳

坐姿不规范

站姿不规范

13.66%

3.41%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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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为父母，会为了成绩提升而牺牲孩子的健康吗？当然不会！

可升降教培桌椅是结合人体工程学、人体力学、人体生理学设计

而成，帮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坐姿和习惯，有效保护视力、脊柱和

颈椎的健康 ; 桌椅合身 , 学生们听课、学习才能更专注，助力学业提升。

一套高端的专业可升降教培桌椅，既是学校“师者父母心——不

但关注学业还关注健康”的体现，更是打造高端教育环境“人无我有”

的行业竞争利器！

   高端教育机构，为什么需要配备可
升降教培桌椅？

调查研究标明，书写姿势不正确是儿童出现视力和脊柱问题的主要诱因之一。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

8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相

关部门采取防护措施，保护儿童视力健康，为儿童营造更为健康的学习环境。

护童可升降专业教培桌，整桌高度可升降，桌面角度倾斜可调，可以保障儿童在书写、阅读时保持正

确的视角，进而保护视力。护童健康学习椅则让孩子学习的时候背有所靠、脚有所踏，缓解久坐压力，学

习更专心。根据艾瑞 iResearch 发布的行业白皮书内容显示，护童品牌在全国销售总规模位列行业第一、

中高端市场全国用户一半以上选择护童品牌。因此，护童专业教培桌椅已经成为高端家庭的标配学习装备。

未来，护童可升降教培桌椅也必定会成为打造高端教育环境的标配装备。

错误坐姿五宗罪 护童健康坐姿五重优

长期伏案
易疲劳

弯腰弓背
易驼背

双脚离地
坐不稳

视距不够
易近视 背无依靠

坐不久

错误坐姿易疲劳
影响上课专注力

桌椅合身五重优
上课专注成绩好

合理视距
防近视

背有依靠
坐更久

坐正腰直
不驼背

大腿平行
血液循环畅通

脚踏实地
坐更稳

市场需求
THE NEEDS OF SOCIETY



* 数据来源：艾瑞 iResearch 发布的《2020 年中国功能性儿童学习用品行业白皮书》。

* 

* 

行业白皮书：中高端儿童学习桌市场占有率情况

根据 CBNData 消费大数据显示，

2016 年 10 月 -2019 年 9 月，护童

连续三年位居淘宝天猫中高端儿童学

习桌市场销售额首位护童全国各零售

系统门店总数超过 1500 家，在万达、

银泰、王府井、凯德、金鹰等 5 家全

国连锁商业综合体的专营店入驻率达

到 51.1%

53.3%28.9%

6.4%

4.8%

3.3%
2.5%

行业白皮书：儿童学习桌行业主要玩家梯队示意图

其它二线品牌

其它三线品牌

第一梯队
年零售额
＞ 10 亿

第二梯队
5 亿＜年零售额＜ 10 亿

第三梯队
5000 万＜年零售额＜ 5 亿

选择高端教育培训机构的消费者大多为高学历、高收入、教育和消费理念先进的年轻父母，他们愿意

为孩子教育进行理性投资，在消费时更注重品质，品牌意识更强。

护童作为国内儿童学习桌椅行业的领导品牌，主导和参与起草了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包括《儿童学习桌》

《儿童学习椅》《课桌椅》《木质写字桌》《儿童转椅》等。在全国超过 300 座城市拥有 1500+ 专卖零售店，

产品远销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球多国。

根据国际著名调研机构尼尔森 Nielsen CCData 的调查结果显示，护童在儿童学习桌品类中的全国市

场占有率、知名度、触达率、购买率、满意度等方面均为行业第一。

12

线上线下 · 全国销售总规模行业第一   

连续多年 · 中高端学习桌椅行业第一   

遍布全国 · 300+ 城市  1500+ 门店

国际品质 · 出口德 / 美 / 日 / 澳等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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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

“高端”的教育机构同样需要配备“高端品牌”的学习装备。专

业的桌椅、高端的品牌，是让家长们对教育机构“高端”定位“眼见为实”

的有力信任状。

护童是多项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者，是国内儿童学习桌椅行业名

副其实的领导品牌，入驻全国 300 多个城市的大悦城、银泰城、万象城、

万达广场、天虹商场、王府井百货等高端商场，目前已经拥有 1500+

专柜门店。

   高端教育机构，如何显而易见的体
现自己的“高端”定位？

中高端儿童学习桌椅，全国用户一半以上选护童！

强强联合
ALLIANCE BETWEEN GIANTS

护童

* 数据来源：艾瑞 iResearch 发布的《2020 年中国功能性儿童学习用品行业白皮书》。

* 数据来源：艾瑞 iResearch 发布的《2020 年中国功能性儿童学习用品行业白皮书》。



品牌实力
BRAND CAN AS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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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护童率先推出手摇易升降可倾斜多功能健康学习桌，彻底解决了儿童身高不断成长而桌椅高度不变的矛盾，

成为多功能易升健康桌椅开创者，开启了学习桌椅的手摇易升时代！

在儿童学习桌椅行业标准缺失的情况下，护童不断科研创新，积极参与起草各项标准，先后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行业

标准，包括《儿童学习桌》《儿童学习椅》《课桌椅》《木质写字桌》《儿童转椅》等。2018 年，护童率先启动企业标

准化建设，并成为学习桌行业唯一入选浙江省“标准领跑者”名单的企业。

2019 年，护童率先获得“中国绿色产品认证”——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共同推进的权威认证。同时，护童还

是行业率先获得“品字标”认证及中国抗菌协会“抗菌标识”授权的企业。并已通过国际 ISO 认证、国际 OHSAS 认证、

德国 TUV 认证等多项国际标准认证，产品环保等级达到日本 F ☆☆☆☆标准；护童，已代表国货品质标准，出口德国、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球多国。

2017 年，护童即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投资数亿元打造了占地百余亩的现代化智能绿色生产基地，

全产业链智能化生产，配备了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立体物流仓库、300 多台进口及国产知名品牌自动化加工生产设备，年产

学习桌椅达 100 万套。此外，护童坚持科研创新，拥有 60 余人的技术研发团队，被评定为“浙江省级研究开发中心”；

并投资 800 万按照国家 CNAS 标准建设了品质管理与检测中心，专用于儿童学习装备的实验和测试，更制定了一系列高

标准、高要求的质检体系。目前，护童已经被认定为首批“2020 年浙江省数字化车间 / 智能工厂”。

推出手摇升降系统，开启易升时代

“护童”为什么能够成为学习桌椅行业龙
头品牌？

制定多项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发展

代言国货高端品质，出口德美日澳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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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童现代化绿色智能家居产业园已经被认定为首批“2020 年浙江省数字化车间 / 智能工厂”，配备 CNC 加工中心、

电子开料锯、封边机、数控中心等设备三百多台，形成板材加工中心、实木水性漆生产中心、五金喷涂中心、注塑件加工

中心、椅子生产线等五大生产线及智能立体仓库。

护童科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科研创新，自 2009 年申请第一件“学习桌”外观设计专利起，护童已连

续多年专利申请量超过 40 件 / 年。截止目前，护童科技已累计申请专利 272 件，其中发明专利 22 件、实用新型专利 98

件、外观设计专利 152 件。

5. 数字化车间 / 智能工厂

4. 累计荣获 200 余项国家专利

2018 年，护童投入 50 万元，按照国家 CNAS 标准建立了行业内首家专门用于儿童学习用品检测的实验中心。该检

测中心目前配备了专业研发人员近 30 人，拥有先进的检测设备，检测内容包括桌椅的力学性能测试、基础材料测试以及

包装测试等六个大项二十余小项。

1. 国家 CNAS 标准检测中心

2018 年 8 月 8 日，护童与品物流形设计团队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邀品物流形创始人张雷先生出任护童品

牌艺术总监工作。作为一个曾经为多个世界级奢侈品牌，如爱马仕等服务过的优秀团队，品物流形始终坚持设计的根源在

于工艺、材料和文化，强调只有坚持中国化，才能成为世界级品牌。护童，已然成为了儿童学习桌行业的艺术先行者。

2. 国际知名艺术总监团队

护童研发中心被评定为“浙江省级研究开发中心”，研发团队目前由 60 余名核心成员组成，下设学习桌开发部、学

习椅开发部、电子开发部、技术开发部、工业设计部。团队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核心理念，以使儿童更健康的成长为己任，

以建立精益研发管理体系为抓手，以不断加强自身团队建设、不断完善企业技术标准为方法，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技术

新颖的产品而不断努力。

3. 省级研究开发中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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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INTRODUCTION04产品介绍

护童高端品牌

E0 级环保耐用材质

大容量敞口抽屉

桌脚垫圈设计

防撞圆角设计

手摇 / 电动易升降系统

可倾斜桌面板

三面围合侧板

加深、加高书架

高度的教育环境需匹配高端品牌产品，护童大品牌提升家

长对培训机构认可度和信赖。护童品牌优质的口碑和良好

的服务，也能让培训机构用得更安心。

1. 桌面耐磨耐刮耐划伤，易擦拭、易打理，使用多年依旧

崭新，培训机构桌子必备性能；

2. 欧标 E0 级环保颗粒板，环保无异味、甲醛含量低于国

标限定，学生使用无甲醛危害、家长更放心；

3. 防霉等级 1 级，抗菌率高达 90% 以上，高效持久抗菌

防霉，使用 15年后依然抗菌防霉。

1. 抽屉开口 10cm高 , 可轻松塞进孩子书包，解决书包放置

难题。

2. 大抽屉宽 431cm× 高 16cm× 长 760cm，大小书本、

作业本、试卷学习用品都能放得下，方便孩子整理收纳；

3. 开口式抽屉，物品放置一目了然，孩子拿取学习用品更

加方便，不用翻找更省时；

4.ABS 上翘桌沿，有效防止物品掉落，学生上课更专心。

1. 在桌脚底部增加垫圈，地面不平可通过垫圈调节桌子平

稳度；

2. 移动桌子时可以保护地板免受摩擦。

圆润桌角防碰撞更安全，从细节处体现专业，提升家长满意度。

1.整桌52cm-78cm可调，符合国家课桌椅标准，满足1.1

到 1.8m不同身高学生使用；

2. 调节起来不费事、不费力，方便，孩子可自己独立使用，

不用培训机构老师费心 ;

3. 有效预防孩子近视驼背颈椎病、缓解身体疲劳，促进健

康成长。

1. 桌面板 0°或 10°调节，让学生写字可以找准最舒服、

合理的使用角度，缓解学习疲劳，打造优质培训环境；

2. 桌面板调节简单不费力气、学生自己可以轻松调节，不

用老师费心帮忙；

3. 桌面板厚度 18mm，承重强不翘曲，长久使用不变形，

使用时间久，减少培训机构成本。

1. 三面环抱式围合侧板，营造一种包裹式、有私密感的独

立空间，帮助孩子在培训机构里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2. 奇思 / 妙想系列学习桌左右两侧板高出桌面，文具、水

杯有侧板阻挡，不容易掉落，让孩子不受干扰、更加沉浸

学习；

3. 两张桌子并排放时侧板构成天然分隔区，可以使并排坐

的两个孩子学习互不干扰、更加专注高效；

4. 桌子左右两面侧板都可安装挂钩放置孩子的书包、衣物

等物品，孩子取物方便的同时还可以省下置物空间。

书架深度 21cm，高度 16.7cm，可竖放学生常见 A4 大小

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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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60Y/DG80Y 专业教培桌

坐高安全快速调节

护脊矫姿双背

防侧翻 5 星椅脚

开关锁止压轮
坐深简单便捷调节

1. 椅座椅背同步升降，坐高 33cm-41cm 可调，椅背高度

随坐高调节变化，符合国家课桌椅标准，能够满足 1.3 到

1.7m不同身高学生使用；

2. 采用气压杆调节升降高度，采用莱特气杆，通过美国

SGS认证及德国TUV认证，是安全等级最高的4级气杆，

气杆 2.5mm 壁厚、内置 2mm 防爆钢板、通过 14 万次旋

转测试及 10 万次冲击测试；高端教培机构用安全等级最高

的学习椅，学生用的放心，家长更加安心；

3. 活动气杆，可随意转动，方便学生进出；

4.高度一步调节到位，学生坐在椅子上即可轻松调节高度，

方便快捷，不用机构老师操心帮忙。

1. 椅背加宽、加大，舒适承托孩子腰背；双背设计，脊柱

与椅背零接触，脊柱无压力，保护脊柱健康；高端教培机

构用专业健康的学习椅；

2. 矫正坐姿，让孩子自动自发地坐在椅面最中间，保持良

好坐姿；学生在机构里养成良好坐姿习惯，家长对机构更

加放心、信赖。

1. 椅脚稳固结实，能够耐久使用，节省培训机构成本；

2. 五星椅脚重心稳、抓地牢，可有效防止椅子倾翻，不用

担心学生活泼好动发生椅子倾翻意外，学生安全使用，家

长减少担忧、提升对培训机构信赖度。

1. 关闭开关后学生坐上去轮子自动锁住，不会滑动，上课

期间防止椅子滑动，安安稳稳，不乱动；

2. 打开开关后轮子可灵活滑动，更换位置方便移动椅子；

3.调节方便，用脚轻踢即可完成操作，不用机构老师帮忙，

学生也可以自主完成调节。

1.坐深 33-43.5cm可调，与人体腰椎的弯曲度刚好契合，

解决了孩子因为座面太宽，背部无依靠，弯腰弓背的问题，

让学生背部得到有效支撑，腰背挺直；同时也适用于不同

体型的学生使用；

2. 双扳手调节，学生坐在椅子上即可自主调节坐深，简单

快捷，机构老师不必费心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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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2 专业矫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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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USE05产品使用

高度降低 - 适配小童身高

面板倾斜 - 适配书写 / 阅读模式

高度升高 - 适配大童身高

面板水平 - 适配智益开发模式

手摇 / 电动易升降系统

可倾斜桌面板

1. 整桌 52cm-78cm 手摇 / 电动升降可调，符合国家课桌

椅标准，满足 1.1m到 1.8m不同身高学生使用；

2. 调节起来不费事、不费力，方便，孩子可自己独立使用，

不用培训机构老师费心。

1. 桌面板 0°或 10°手动调节，让学生写字可以找准最舒

服、合理的使用角度，缓解学习疲劳，打造优质培训环境；

2. 桌面板调节简单不费力气、学生自己可以轻松调节，不

用老师费心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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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60Y/DG80Y 专业教培桌

CS22 专业矫姿椅

桌椅组合方式

奇思系列

妙想系列

奇思系列教培桌侧板具有流畅灵动的 S 形

曲线，其带来的阶梯感使学习桌更显小巧

精致不厚重。

60cm 桌型

60cm 桌型

80cm 桌型

80cm 桌型

妙想系列教培桌侧板呈“面包型”，相比

奇思系列更具包裹感，从而带来更为沉浸

式的学习体验。

椅子颜色：红色          蓝色                       椅套定制颜色：萌芽绿            荔花黄            樱花粉            香雪蓝

定制配置：手动升降

定制颜色：萌芽绿                   荔花黄

                  香雪蓝                   樱花粉 

定制配置：手摇升降               电动升降

定制材质：竹香板（白色）     橡胶木    

定制颜色：萌芽绿                   荔花黄

                  香雪蓝                   樱花粉 

定制配置：手摇升降               电动升降

定制材质：竹香板（白色）     橡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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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ATALOG07产品售后

为了让每一个学龄儿童能够用上干净、安全的合身桌椅，

护童每年定期提供免费上门服务：售后人员跟进回访，根据

客户需求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清洗、维修、螺丝紧固或更

换服务，确保消费者使用无忧，“清新修养，以心换新”。

优质的售后服务为护童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为二次

转介绍、老客户二次进店消费打下良好的顾客基础，也为机

构带来更多流量。


